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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

廉庭令充公老馬華人密友房產
本報訊：廉政法庭第二分庭已下令取消

以已故華商阿奔樹·林（音）及其公司Taggat

工業的名義註冊的七處房產。阿奔樹·林是馬

科斯的密友。

在一份日期為2021年11月26日的決議

中，反貪法庭還命令地契登記處以原告菲律

濱共和國的名義為這7處房產簽發新的產權

證。

在黎剎省亞虞諾社和描東岸省劉禮社

的三處房產都屬於林氏的名下。他是一名商

人，與已故獨裁者費迪南德·馬科斯和前第一

夫人伊美黛·馬科斯關係密切。

另外四處房產位於加牙鄢省的克拉未拉

社，歸Taggat工業公司所有，這是林氏持有和

控制的一家公司。

2018年，廉政法院也發佈了執行令狀，

但被告尚未履行移交指定財產的義務。

這些財產是總統好政府委員會對林氏涉

嫌與馬科斯夫婦非法串通，超出1973年憲法

允許的範圍，要求給予額外木材特許權而提

出的第0030號民事訴訟的一部分。

但林氏後裔在1998年提出的取消財產充

公的請願書中說，已故商人阿奔樹·林是在

1948年或馬科斯家族掌權之前就獲得了這些

地產的所有權。

在2015年的判決中，法院宣佈，共和國

已經充分證明，林氏確實獲得了遠超過1973

年憲法所允許的木材許可證協議。

馬尼拉居民昨日在敦洛扶西·阿描仙道斯總醫院排隊等候新冠疫苗。該疫苗接種地點是首都的幾個疫苗接種地點之一。

抗馬科斯暴政六烈士
受英雄碑基金會追崇

本報訊：6名因反對獨裁者費迪南德·

馬科斯的軍管統治而遭到迫害和殺害的烈

士，昨日被刻在英雄碑基金會的英雄紀念

牆上。

這一儀式是在紀念烈士和英雄的年

度活動期間舉行的，這是紀念人民反抗馬

科斯獨裁統治的活動，由英雄碑基金會主

持。

本報故社長于長城和故總編輯于長

庚的名字也永久刻在英雄牆上。

這一事件恰逢民族英雄文尼法壽的

冥誕。

今年新入選的有：老馬辛丁·亞倫

道、大衛·莫哈、尼西沓·帛禮斯和敏沓·奎

薩沓。

與此同時，重新入選的包括林貝托·

丹尼爾·黎拉巴示醫生和範·伊斯干道醫

生，他們被表彰為抗擊新冠肺炎大流行的

醫療前線人員。

小馬辛丁·亞倫道在接受他的烈士父

親的追崇時說：「馬科斯政權是一個暴政

政權，對摩洛人民和菲律濱民族犯下了難

以言表的苦難和可怕的罪行。」

帛禮斯醫生的遺孀西爾維亞·黎拉巴

示醫生說，英雄和烈士的親屬不應該讓軍

管的恐怖逃離菲律濱人的意識。

西爾維亞·黎拉巴示說：「不，馬科

斯不是英雄，也永遠不會是，讓我們保持

警惕，努力恢復我們心中的和平，而不是

墓地的和平；建立在正義基礎上的和平，

以及為所有工作人員提供食物和住所。」

伊斯干道醫生的孫子賈伊爾·伊斯干

道也對年輕一代發出了同樣的呼籲。

他說：「我們年輕人有義務站出來

反對對我們民主權利的攻擊。我們應該用

我們的技能和才能來服務我們的國家。」

菲基因組中心擬回溯
舊新冠病毒陽性樣本

本報訊：菲基因組中心認為有必要

回溯較舊的新冠病毒陽性樣本，以追踪菲

國可能的奧米克戎變種病例。

菲律濱基因組中心的執行董事薩洛

馬於週一表示，該生物監測小組將審查11

月初在南非發現新變種的樣本。

她在與杜特地總統的會議期間說：

「我認為，我們需要回溯11月初的樣本，

然後往前走，所有其他進入菲律濱的樣

本。」

她說，在復檢了1.8萬個樣後，菲國

尚未發現奧米克戎變種。

菲律濱在7月發現首宗本土的德爾塔

變種，但回溯樣本的結果顯示，該變種早

在3月已傳入菲國。

衛生部於週一告訴各地方政府改回

使用核酸檢測，而不是唾液檢測。衛生部

流行病學局長黎虞斯曼說，應使用核酸檢

測，如此，樣本能被送至菲律濱基因組中

心。

此前，衛生部建議對新冠肺炎患者

的密切接觸者或已經出現流感樣症狀的人

進行抗原檢測。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表 示 ， 早 期 研 究 表

明，再次感染奧米克戎變種的風險可能會

增加。

然而，該國際組織表示，目前還不

清楚奧米克戎是否更容易在人與人之間傳

播，或者它是否比其他變種（包括德爾塔

變種）的感染更嚴重。

計順市確診
回升至三位數

本報訊：計順市是全國唯一一個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數達到三位數的城市，該

市於週一的新增確診病例為168例。

在衛生部的最新數據中，計順市在11

月28日錄得168宗新冠肺炎病例。

該 市 累 計 的 新 冠 肺 炎 病 例 總 數 為

177,032例。

其次是馬尼拉市，28宗新確診病例；

再來是加洛干市，25例。

與此同時，截至11月28日，甲美地、

內湖、描東岸、黎剎和計順省錄得一共80

宗新確診病例，第3行政區為40例，第1行

政區為35例。

即使菲國的新增病例數繼續下降，

菲律濱的累計新冠肺炎病例數仍排名世界

第 19 位。

在累計新冠肺炎病例最多的國家名

單中，美國有 4900 萬例。

其次是印度，3500 萬例；巴西，

2200 萬例。

財長籲下屆政府解決赤字債務爛攤子
本報訊：財政部正在推行一項財政整頓

計劃。

旨在最大限度地減少新冠肺炎疫情引發

的衰退而造成的長期經濟創傷。

可是，距離杜特地政府下台還有不到一

年的時間，該財政整頓計劃將交由下屆政府

實施。

財政鞏固是指旨在減少赤字和債務積累

的政府政策。

財政部長杜明藝斯說：「疫情引發的

經濟衰退造成的稅收損失、為抗疫提供資金

而增加的債務、經濟復甦措施對收入的隱現

影響，由於大理院決定擴大地方政府單位在

國稅分配額中的份額，而導致的支出效率降

低，下屆政府的經濟團隊必須充分解決這一

問題。」

根據財政部的初步估計，因為疫情，國

家政府在2020年遭受了巨額稅收收入損失，

達7856.4億披索，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

4.4%。

財政部稱，在去年年初爆發新冠肺炎疫

情之前，2020年稅收收入預計將增長16.2%。

同樣，隨著對經濟快速復甦至關重要的

企業復甦和企業稅惠法（CREATE）和金融

機構戰略轉移（FIST）的影響，預計未來幾

年放棄的收入將更大。

財政部說，從2021年至2024年，由於疫

情造成的稅收損失以及CREATE和FIST放棄的

稅收，預計收入損失平均每年將達到1萬億披

索左右。

與此同時，財政部表示，用於應對疫情

的新冠相關貸款和財政赤字的預算支持也導

致政府的融資成本增加。

它說，新冠相關貸款的財務成本總額目

前達到289.1億美元，即1.47萬億披索。

財政數據顯示，新冠貸款的未償餘額或

本金價值為225.8億美元或1.15萬億披索，而

預計到期前的利息支付金額為63.2億美元或

3208.5億披索。

它說，這些貸款將在2024年和2060到

期。

另一方面，大理院在2018年的裁決確認

地方政府單位在稅收中的「公平份額」包括

所有國家政府稅收。

而不是局限於厘務局的稅收，這也會

影響菲國的經濟增長，因為這一項裁決將在

2022年生效。

杜明藝斯說：「根據我們的估計，大

理院在2018年裁決的實施將導致經濟增長放

緩，因為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降低。」

支出效率被定義為生產性支出佔總支出

的份額。

生產性支出是回歸經濟、產生乘數效

應、創造就業、刺激需求和改善生活質量的

支出。

財政部估計，執行大理院在2018年的裁

決將導致3%的經濟增長下降，因為更高的地

方政府單位份額將導致更低的支出效率。

它說，國家政府的支出效率是地方政府

的兩倍多。

數名總統候選人回應蒙吳退選
轆遜指吳氏未准備好 似乎被迫參選

本 報 訊 ： 對 於 克 里 斯 托 弗 ． 蒙 ． 吳

（音）宣布退出2022年大選的總統競選，至

少3名總統競選人昨天發表了不同意見。

參議員轆遜在文尼法壽日與運輸界領袖

對話後接受採訪時，他回憶了自己與吳氏就

後者競選總統一事進行的私人談話。

他說：「我直到現在才知道，參議員

蒙．吳正式退選了，儘管他已經暗示了一段

時間。即使我們在休息室裡，他也會因為事

態的發展而感到沮喪。」

轆遜說，吳氏向他和其競選夥伴參議

長蘇道「吐露」，他沒有為競選總統做好準

備。

轆遜引述吳氏的話說：「他告訴我們，

當我們在休息室時，當我們在休息前和期間

面對面時，向我和參議長傾訴，他說『我

不知道我怎機會走到這裡，因為我已經快

樂……甚至成為參議員，我沒有想到我會成

為參議員。』」

他補充：「我準備競選副總統，但這個

總統競選，是我沒有料到的，我也沒有做好

準備。儘管那樣，他也在暗示他真的對此三

心兩意……似乎他是被迫的。」

轆遜祝福吳氏，他說，他始終尊重在參

議院裡的同事。

轆遜說：「我祝福他。我們有一條不成

文的規定，如果是一位參議員同事，在通常

的情況下盡量地避免，你不能說參議院同事

的壞話。所以，祝參議員蒙．吳好運，不管

他今後的計劃是什麼。祝他好運。」

另一名總統候選人，參議員巴喬表示，

他尊重競逐總統的其他人的決定，他強調，

他專注於如何為菲律濱人提供更好的生活。

他在聲明中說：「我剛聽說了他退選的

傳言。我不認為任何事都已敲定。我尊重其

他候選人的決定，但我們現在的關注點是尋

找方法為我們的國民提供更美好的生活，尤

其是貧民。」

副總統羅貝禮道表示，吳氏退選是他的

權利。

吳氏在昨早宣布退出2022年大選的總統

競選.

禁毒戰受害者告訴ICC 菲政府未進行真正調查
本報訊：「禁毒戰」受害者家屬告訴國

際刑事法院（ICC）檢察官卡里姆．汗，目前

國內沒有針對杜特地總統的「禁毒戰」進行

真正的調查，調查也不包括政策審查。

全國人民律師聯合會協助Rise Up團體致

函卡里姆．汗，並且請求在評估菲律濱政府

的延期請求時，也考慮他們的信函。

此前，卡里姆．汗在一份日期為11月

18日的文件中表示，其辦公室將暫停對菲律

濱的調查，以「評估」菲國政府請求延期的

「範圍和效果」。

但Rise Up主張：「與菲律濱政府聲稱的

相反，在『禁毒戰』的背景下，菲律濱國內

並沒有真正的調查，更不用說對反人類罪進

行起訴了。」

菲律濱駐荷蘭大使馬萊耶在致給國際刑

事法院的信中表示，政府正在徹底調查菲國

緝毒行動中報告的所有死亡事件。

他還提到司法部的最新復檢，包括公佈

52宗執法人員有行政責任的案件的資料表。

但Rise Up反駁說，菲律濱在信中所述的

訴訟程序並不包括調查「根據國家或組織政

策，針對平民進行的廣泛或有系統的襲擊中

所犯下的罪行。」

他們補充，司法部統計了52起致命的

「禁毒戰」案件——與人權組織統計的數以

萬計的死亡人數相比。

這個數字微不足道——也將這些罪行分

開處理，「忽略了各種行為之間的任何明顯

聯繫」。

Rise Up補充：「因此，他們沒有涉及犯

罪的廣泛性和系統性，也沒有涉及促使他們

犯罪的國家政策。」

杜特地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否認在其「禁

毒戰」中存在殺戮政策，儘管總統在演講中

鼓勵安全部隊在遇到危險時先開槍。他還承

諾保護那些在執行任務時殺人的警察。

他們還告訴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杜特

地沒有受到任何調查。他們稱杜特地是「禁

毒戰」運動背後的「最應該負責的人」。在

禁毒戰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前菲國警總監也沒

有受到調查。

他們補充：「菲律濱政府沒有對上述

人員採取任何有形、具體和漸進的調查或起

訴。」

他們還指出，杜特地將必須批准獲得與

「禁毒戰」運動相關的信息，這一限制甚至

適用於人權委員會。


